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⼀ 個 神 經 -  肌 ⾁ 疾 病 患 者 及 家 屬 的 互 助 組 織

本刊由⾹港公益⾦資助製作

     由於疫情限聚令下，本會未能邀請各個會員出席2021年11⽉22⽇早上的開幕禮儀式。
故此，本會特意安排同⽇下午作為「新會址開放⽇」，可供讓各位會員、肌健之友及好友

機構，同到新會址進⾏參觀及同分享我們有屬於⾃⼰地⽅的⼤喜訊息。

     當⽇，有很多家屬、病友、肌健之友及好友機構分別從五湖四海到來參與「新會址開放
⽇」。參觀者也紛紛在新會址「⾹港肌健協會賽⾺會神經-肌⾁疾病病⼈資源中⼼」內拍照
及送上很多祝福予本會。⼗分感激他們百忙當中抽時間出席。再者，他們也同感到新會址

鄰近⼤窩⼝地鐵站，交通很便利。並且，附近停泊復康巴亦很便利，加上本會的無障礙洗

⼿間頗寬敞並具⾃動化之功能。所以，我們相信此新會址很便利會員到來進⾏聚會。

    能有這⼀⽇，也是全賴會址⼩組各個組員的努⼒，付出與花⼼⾎去開拓這會址之路。同
時，也是因為本會背後有著「⾹港復康會」及「⾹港賽⾺會慈善信託基⾦」全⼒⽀持下，

才能⿑⼼協⼒實現有屬於⾃⼰「會址」的⼼願。

    總結，創業難，守業更難，相信我們這個「⼤家庭」，更需要⼤家⿑⼼出⼒，同站出來
發揮⾃助互助精神，延續這個屬於⼤家的「家」。同時，也需要各位顧問、好友機構及肌

健之友繼續⿍⼒⽀持本會。同展望有更美好的明天。

會⻑ 甄俊傑先⽣

新會址開放⽇新會址開放⽇新會址開放⽇



理事會會議⽇期

2022年3⽉12⽇，4⽉9⽇及5⽉14⽇(六)
 14:30 - 17:30

歡迎會員列席，需要復康巴⼠接送者，

請於開會前最少10 天報名︰ 2338 4123

互助網絡發展基⾦

本會成⽴互助網絡發展基⾦，讓會員主動提出申請籌辦

活動，增強會員⾃助互助的精神。申請⼈需要承擔起推

⾏項⽬的責任，有助提升組員的承擔感及歸屬感。

申請內容必須符合本會的宗旨，活動可包括1 次活動或
1 系列的探訪 / 茶聚 / ⼯作坊等。由最少三位會員⼀同
提出申請，參加者必須包括⼀位新會員或由協會提議的

⼈選。

查詢詳情及申請：2338 4123

葉志成⽀援計劃

以上計劃是資助符合申請資格的會員其外傭薪⾦開⽀，

如有查詢，可致電2338 4123 聯絡社⼯蘇美英姑娘。額
滿即⽌。

21-22 冰桶⽀援計劃
計劃於2021 年4 ⽉1 ⽇正式開始接受申請，如有查詢，
可以致電2338 4123 聯絡社⼯陳梓浩先⽣。⾮維⽣項⽬
申請已暫停

補領會員証

收取費⽤ 10 元，特此通知。

會 員  顏 嘉 胤 (MND) ， 張 麗 鴻
(MND) ， 吳 亞 (MND) ， ⿈ 衍 智
(MD)，李⽟芬(MD)，羅鳳嫻(MD)、
林泳茵(MD) 、韓傑思(MS) 、李佩
恩(MS) 、李鐵樑(SCA) 與世⻑辭。
本會仝⼈致以萬分哀悼，並向其家

⼈表⽰深切慰問。

悼

愛⼼義務安裝扶⼿

⽇期：2022年4⽉⾄5⽉份
時間：待定

內容：由義⼯免費安裝2個扶⼿
費⽤：免費

對象：病友

名額：10名 (額滿抽簽) 
截⽌⽇期：2022年3⽉31⽇
報名：郭⽣9283 1806 / 2338 4123
鳴謝：天壹⼝罩 Oneness Mask

最新會訊及活動消息除了會郵寄給會員，也會上載⾄協會網⾴

除個別活動註明外，所有活動安排復康巴⼠接送如無故缺席或更改上落⾞資料，須繳付復康巴⼠罰款

除個別活動註明外，所有活動滿額抽籤

14 歲以下或65 歲以上之會員，參加活動皆可享有半費優惠。凡4 歲或以下且不佔座位者，不收活動費⽤
由於本會的活動保險只保障6 ⾄70 歲之會員及義⼯，故超出保障範圍之參加者需要⾃⾏承擔參加活動的⾵險與責
任

所有Whatsapp 報名，請提供會員姓名、出席⼈數、所報活動的名稱

凡活動或會議前⼗個⼯作天內，未有預先通知本會或遞交當⽇醫⽣證明⽽缺席者，需要⼀個⽉內補交

活動費，未能補交者會被紀錄在案。如每年度內被紀錄兩次，半年內參與任何活動或會議均列⼊後備名單，但不包

括周年⼤會。

活動快訊啟事

活動收費及保險

會員參與活動守則

⿑⼼抗疫 - 免費領取⼝罩
凡本會有效會員，可由即⽇起透Whatsapp96766721
向職員申領成⼈外科⼝罩50個，派完即⽌。

P. 2 啟事



    本屆「退修營」，我們安排在2021年12⽉14⽇(四)舉⾏。是次除「退修營」外，還合拼了顧問
交流的元素在內。

    上半部份是「退修營」，有兩⼤⽬標，第⼀是「強化理事及職員⾃助互助理念及參與組織⻆
⾊」，第⼆是「加強理事及職員建⽴團隊良好溝通及默契」。

    在第⼀個環節是「互助意義」，我們分了3組進⾏討論，最後得出，於⾃助組織中，⾸3項最重
要的元素，包括是「互相信任、欣賞⾵氣、各成員均有參與的機會」。 這環節提醒我，原來信任
是那麼重要，因有信任就能安⼼，讓⼤家關係能更進⼀步。同時，讓我們知道「欣賞⾵氣」是那

麼重要，可令理事間感到被認同，當時亦會讓當時⼈感到滿⾜，繼續有動⼒參與會務。最後，

「各成員均有參與的機會」此元素，可讓每個⼈發揮所⻑及推動⾃助互助，最後可以增進⼤家對

協會的歸屬感。.
    第⼆個環節是「拼圖」，此活動有趣⼜好玩，可讓參加者有思考空間，從活動中讓我們有機會
溝通、分享及討論。發現不同的成員，有著不同的想法。所以在不同中，⾸要是先聆聽及包容，

接納⼤家之間的差異，這樣我們才可以建⽴良好的團隊精神，事半功倍。

    第三個環節是「砌意粉」，此活動讓我們學習到，⼤家要⿑⼼，⾮⼀個⼈可以做得哂。並且，
讓我們反思作為⾃助組織，並⾮⼀定是要舉⾏好多活動或好多⽬標才是好，最重要是有⾃助互助

的「穩健基礎」。

     最後⼀個環節是「分析問卷」，從問卷分析中，知道⼤家有不同的⻆⾊去擔當，沒有好與不好
之分，只存在著⼤家有否好好的配搭與善加利⽤。

在此，⼗分感激⾹港復康會社⼯Maggie姑娘策劃此退修營的內容。讓我們獲益良多，⼜⾮常的開
⼼與愉快。

    下半部份顧問交流，有5位顧問出席，包括有東區醫院李梓強醫⽣，明愛醫⽣⿈詠研醫⽣，東華
醫院郭⼦堅醫⽣，理⼯⼤學講師⽅乃權博⼠及將軍澳醫院職業治療師William Chan。⼗分感謝他
們百忙中，抽空出席。藉此交流，可以提升我們之間的認識，並在當中獲得了不少寶貴訊息，令

我們對於將來的發展有著⼀定的指引。 
    最後，當然要感謝理事們的熱⼼參與及同事們積極推動此活動。⼤家繼續同展望將來。互勉
之。

會⻑ 甄俊傑先⽣.
 

P. 3 暢所欲⾔



六年半前 
我是⼀位朝九晚五的OL 
現今我是⼀位全職照顧者

我兒⼦九歲的時候突然每次躺下都感覺到頭暈⼗分痛苦

及後發現他患上罕⾒病「亞歷⼭⼤病」這病⼗分可怕

原本我兒⼦是位活潑好動的孩⼦ 
他參加了不少課外活動 跆拳道和爵⼠舞上他的成就也不
錯的

那時我的⼼臟被撕裂了

痛得不能⽤⾔語表達

我問天問地

為何是我的兒⼦

我⾜⾜⽤了⼀年時間去療傷

接着就是⼀連串的治療旅程

他由頭到腳趾都有專科⾨診需要跟進

我每天腦⼦裏全部裝着的都是他的覆診期和約⾞期 
同時需要時刻警惕⾃⼰

⼩⼼他每次躺下 因為他容易頭暈頭痛
⼩⼼他的⻣ 因為他有⻣質疏鬆
⼩⼼他的腰⻣ 因為他⾝上有很多鐵和螺絲
⼩⼼他的腳趾 因為他容易含腳甲受傷
⼩⼼他的氣管 因為他有睡眠窒息症
⼩⼼他的呼吸 因為他肺功能弱
⼩⼼他的眼睛 因為他試過突然看不到
他⼊院次數多不勝數 
每次我都會在他⾝旁貼⾝照顧 
因為他除了⾏動不便之外 
 

P. 4 暢所欲⾔

⼤⼩便都需要協助 
⻝飯時餸要切碎飲⽔飲湯時要加凝固粉

晚上要不停轉⾝ 
呼吸嘅度數要留意

這六年多我就是處於戰戰兢兢中

壓⼒真的不少

不過我常常同⾃⼰講我不是最慘的⼀個 
起碼他可以同我溝通 同我有交流
所以近年我經常帶他外出遊玩

珍惜彼此相處的時間

因為開開⼼⼼和傷傷⼼⼼⽇⼦都要過

我便選擇開開⼼⼼的過

我知道有很多照顧者都不容易

其實外⼈真的不容易明⽩我們的

我們真的要加油

活出更美的⼈⽣

珍惜⾝邊健在的家⼈



    駱俊霆現年12歲，於7歲時診確診患上SMA(脊髓肌⾁萎縮症)及CMT(腓
⻣肌萎縮症)，暫時仍沒有藥物可根治此頑疾。他約於5歲時，因⾝體需要
進⾏脊柱側灣⼿術，於吃藥時濁親⽽導致需要開「⼊侵式呼吸造⼝」以協

助呼吸。其後，亦需要開「胃造⼝」以餵⻝營養奶維持⽣命。現時俊霆接

近全癱，只餘幾隻⼿指有活動能⼒。24⼩時需由⺟親與⼀位外傭，輪流
密集照顧他的⽇常⽣活起居。  
    俊霆⼀家七⼝，包括有爸爸，媽媽，爺爺，嫲嫲，妹妹及弟弟。爸爸
是家中唯⼀的經濟之柱。

    ⺟親坦⾔最擔⼼的是兒⼦⽇漸⾝體衰退及加上⽇漸⻑⼤，照顧需要與
⼼理需要隨之⽇漸增多。單靠她⼀⼈及外傭之⼒，實在很難應付。⺟親除

了照顧俊霆外，還要處理家中的⼤⼩事項，及照顧妹妹與弟弟的需要。所

以，⺟親感到有時會超出負荷，情緒會異常「忟」及「躁」。再者，因著

俊霆的需要，夫妻關係更有時處於「時常爭吵」或「互相埋怨」的情況

下。

   

P. 5醫療及福利專訊

我要活下去系列(⼆)我要活下去系列(⼆)    --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無左外傭等於全家癱瘓！無左外傭等於全家癱瘓！

   俊霆醫療及照顧開⽀每⽉達過萬，加上家 
中的基本⽣活開⽀，他們⼀家的景況可說是 
頗艱苦。

    然⽽，政府的⽀援粥少僧多，俊霆⼀家只 
靠政府的傷殘津貼及特別護理津貼資助，實 
在是杯⽔⾞薪，有苦⾃⼰知。暫時，很感恩 
有肌健協會協助轉介申請外傭薪⾦資助，以 
減輕他們部份的經濟壓⼒。



P. 6醫療及福利專訊

    俊霆⺟親最感困擾的是，外傭將於2年後離職。之前為了挽留這位外
傭，俊霆⺟親已每⽉加薪「$1000」給她，外傭才願意留⾄2年後離開。同
時，這位外傭將於兩年後服務達「8年」，所以兩年後她離職需要額外給
予她「數萬元⻑期服務⾦」，⺟親坦⾔實在無法應付這畢⻑期服務⾦的開

⽀。同時，這類嚴重的神經-肌⾁疾病患者，很難聘⽤外傭，既然薪⾦是⼀
樣，外傭何不挑選較舒適的⼯作？故此，這位外傭離職後，⺟親相信很難

再聘⽤到外傭。

 
   俊霆⺟親無法想像沒有「外傭」的境況，因失去「外傭」如同失去雙
⼿，彷彿「全家癱瘓」的狀態。莫⾮需要由⺟親⼀⼈24⼩時照顧兒⼦? 由
⺟親獨⼒⼀⼈不眠不休去抽痰、更換尿⽚、協助俊霆轉⾝、餵⻝營養奶與

藥物、換喉管、梳洗及清潔等等?「簡直唔係⼈的⽣活」。
 
    最後，俊霆⺟親的⼼聲：「好希望政府幫我們多些，俊霆的醫療與照顧
是基本的⽣存需要，所以政府應該資助我們外傭薪⾦開⽀，及增加醫療及

交通資助，我們的壓⼒才可以舒緩多些。我們不是不想照顧俊霆，⽽是實

在⼒有不遞，希望政府早⽇回應我們這⼀班有照顧需要及經濟需要的神經-
肌⾁疾病患者。我們有⼿有腳，真的不想領取綜援，若外傭兩年後真的離

職，聘⽤不到外傭，我丈夫就唯有辭去⼯作，與我⼀同照顧兒⼦。或許我

們已無路可⾛，最終還是要選擇綜援之路? 請政府早⽇回應我們吧，我們
也想活下去！」。

 
 
 家屬 駱俊霆⺟親
 



•   完成2021年12⽉14⽇退修營
•   跟進葉志成⽀援計劃，包括：報銷⼯作及續申請⼯作。
•   2020-2022社署⾃助組織資助計劃：已遞交第三期季度報告。第四期季報告於2022年1⽉20⽇或之前需要遞交。
•   跟進2020-2022嘉道理照顧者及患者⽀援計劃。
•   跟進2020-2022 嘉道理疫情⽀援計劃申請，包括：個案報銷及規劃疫情⽀援活動。
•   跟進倡議⼯作：包括各傳媒訪問及拍攝。
•   NMOSD: 11⽉20⽇份進⾏籌備NMO⼩組成⽴⽇會議。暫定於2022年4⽉2⽇舉⾏NMOSD資訊講座暨
     NMOSD病類⼩組成⽴⽇，另稍後與藥廠及MS Soceity合作2⽉份罕病宣傳⽉。     
•   已遞交賽⾺會第四期及第五期進度報告。將準備遞交第五期進度報告。
•   完成12⽉4⽇中區獅⼦會-康得思酒店⾃助餐的活動及12⽉17⽇維港獅⼦會-北⻆富港酒樓中式聚餐。
•   完成2021年11⽉份⾄2022年1⽉份探訪活動 *
•   完成2021年11⽉份⾄2022年1⽉份各地區⼩組活動及⼯作會議 *
•   完成2021年11⽉份⾄2022年1⽉份各病類⼩組活動及⼯作會議 *
•   完成2021年11⽉份⾄2022年1⽉份會友出席被邀全港學校到校交流 *
•   跟進2021年10⽉-2022年5⽉拉筋訓練班事宜 *
•   籌備2022年3⽉19⽇第9屆周年⼤會
•   進⾏了2021年11⽉份⾄2022年1⽉份跟進各類基⾦申請個案及報銷⼯作
•   跟進預約/取消2020-21年及2022年會議/活動復康巴⼠
•   跟進預約/取消2020-21年及2022年會議/活動房間
•   跟進地區電話關顧活動
•   跟進聘請活動幹事及兼職助理幹事
 
*備註：(1⽉份因疫情嚴重，活動及探訪取消，⼯作會議改為網上Zoom)
 

⼯作⼩組

資訊⼩組-⼯作會議 18/11,16/12,20/1/2022,
項⽬管理⼩組-⼯作會議 25/11,30/12,21/1/2022
倡議⼩組-⼯作會議 24/11
理事會會議 13/11,11/12,8/1/2022
推廣會議 26/11,
到校交流

9/11,12/11,17/11,19/11,25/11,30/11,10/12,16/12,
5/1/2022,7/1/2022
肌萎兒童及家⻑組探訪 7/11,
機動探訪

16/11,19/11,16/12,21/12,29/12,31/12,7/1/2022
 
互助⼩組

MS活動-遊回歸公園暨茶聚4/12 
MND活動-遊南蓮園池暨茶聚27/11
MND⼯作會議30/11
MS⼯作會議6/11
MS醫⽣講座18/12
SMA活動-西貢地質遊4/12
SMA⼯作會議13/1/2022
SCA活動-⻁豹別墅懷古18/12
MD活動-⼤澳遊19/11
MD⼯作會議6/1/2022
 

活動⽇誌(2021年11⽉-2022年1⽉)

地區⼩組

港島區⽀援資訊分享會15/1/2022
 
中央活動

新會址開幕禮及開放⽇ 22/11/2021
中央探訪 3/11,1/12,2/12,3/1/2022,6/1/2022,
視像關顧 10/1/2022,26/1/2022
冬⽇暖⼼煮意⼯作坊15/1/2022
理事會退修營14/12 
洗⽛機講座16/12      
探訪加油站(三) 10/12
中區獅⼦會-肌健同⾏聖誕聯歡活動4/12
維港獅⼦會聖誕活動17/12
硬地滾球訓練班 9/11,16/11,
VR 虛擬實景體驗
3/11,10/11,11/11,17/11,24/11,8/12,15/12,22/12,5/1/2022
拉筯訓練班 2/11,5/11,12/11,19/11,26/11,3/12,10/12,24/11
⼿⼯藝班 6/11,16/11,23/11,30/11,7/12,

P. 7   會務報告/活動⽇誌

 會務報告 2021 年11⽉ - 2022 年1⽉



P. 8 活動花絮 21年11⽉-22⽉1⽉

探訪加油站

港島區支援資訊分享會

新界西照顧資訊分享會

機動探訪

關顧員分享會

MS醫生講座

MS遊回歸公園
暨茶聚



P. 9鳴謝

感謝各界熱⼼⼈⼠的⽀持，特此鳴謝！

（2021年4⽉ - 2021年9⽉，排名不分先後，如有錯漏，敬請指正。）

鳴謝名單鳴謝名單



互助迎⽣會

⽇期：2022年4⽉2⽇ (六)
時間：11:30-13:30
形式：Zoom視像會議
內容：認識新會員，由資深會友帶領

了解協會，建⽴⾃助互助

對象：所有會友

收費：全免

報名：6901 7468 陳先⽣
截⽌⽇期：2022年3⽉19⽇ (六)

周年⼤會

⽇期：2022年3⽉19⽇(六)
時間：15:00 – 16:00 
形式：線上視像(Zoom)
內容：會務報告、財政報告及委任核

數師

費⽤：免費

對象：會員、家屬、嘉賓及肌健之友

已報名之會員查詢及最新消息請留

意本會網站

探訪加油站(⼀)
⽇期：2022年6⽉17⽇(五)
時間：11:30 –13:30      費⽤：免費
地點：⼤窩⼝邨富雅樓地下1號
內容：跟進探訪安排、聯誼、茶點

對象：曾或想探訪的會員及家屬

交通：復康巴⼠接送

截⽌⽇期：2022年5⽉28⽇
報名：蘇姑娘2338 4123
鳴謝：⾹港公益⾦

 硬地滾球訓練班
⽇期：2022年4⽉⾄6⽉(逢星期⼆）
時間：11:45-14:00
地點：（待定）           費⽤：$40
內容：訓練練習及提升技巧

對象：本會會員

交通：復康巴⼠接送

截⽌⽇期：2022年3⽉18⽇
鳴謝：⾹港公益⾦

備註：活動需要配合《預防及控制疾

病條例》，詳情可致電本會查詢。

⽔中健體班2022
⽇期：2022年6-9⽉（逢星期三）
時間：12:00 - 13:00
地點：九⿓公園遊泳池

內容：⽔中伸展運動、舒筋活絡

費⽤：$40
對象：本會會員

交通：復康巴⼠接送

截⽌⽇期：2022年5⽉13⽇
備註：活動需要配合《預防及控制疾

病條例》，詳情可致電本會查詢。

倡議⼯作會議(⼆)
⽇期：2022年4⽉7⽇(四)
時間：11:30 –13:30 
地點：⼤窩⼝邨富雅樓地下1號
內容：跟進照顧及經濟訴求

費⽤：免費

對象：會員與家屬

交通：復康巴⼠接送

截⽌⽇期：2022年3⽉16⽇
查詢及報名：陳凱茵 5377 7096
鳴謝：⾹港公益⾦

倡議⼯作會議(三)
⽇期：2022年6⽉10⽇(五)
時間：11:30 –13:30 
地點：⼤窩⼝邨富雅樓地下1號
內容：跟進照顧及經濟訴求

費⽤：免費

對象：會員與家屬

交通：復康巴⼠接送

截⽌⽇期：2022年5⽉19⽇
查詢及報名：陳凱茵 5377 7096
鳴謝：⾹港公益⾦

新界西遊尖東暨茶聚

⽇期：2022年6⽉25⽇(六)
時間：13:00 – 16:30
地點：尖東

內容：遊尖東、茶聚及聯誼

費⽤：$60(暫定)
對象：新界西會員

交通：復康巴⼠接送

截⽌⽇期：2022年6⽉11⽇
查詢及報名：尹三洋 9654 0833
鳴謝：社會福利署

新界東參觀地質公園(待定)
⽇期：2022年7⽉2⽇(六)
時間：13:00 – 16:30
地點：地質公園

內容：參觀地質公園、聯誼

費⽤：$80(暫定)
對象：新界東會員

交通：復康巴⼠接送

截⽌⽇期：2022年6⽉18⽇
查詢及報名：⿈惠筠 6300 7720
鳴謝：社會福利署

港島區遊南蓮園池暨茶聚
⽇期：2022年6⽉4⽇(六)
時間：13:00 – 16:30
地點：南蓮園池

內容：遊南蓮園池、茶聚及聯誼

費⽤：$60(暫定)
對象：港島區組員

交通：復康巴⼠接送

截⽌⽇期：2022年5⽉21⽇
查詢及報名：馮達豪 9733 6004
鳴謝：社會福利署

P. 10 活動快訊   2022年3⽉ - 6⽉

中央活動中央活動

地區地區⼩組⼩組



P. 11活動快訊2022年3⽉ -2022年6⽉

病類活動病類活動
SMA野餐會
⽇期：2022年6⽉4⽇ (六)
時間：11:30-14:30
地點：西九⿓⽂化區

內容：草地野餐

對象：SMA會友
收費：$10/位
交通：復康巴⼠接送

報名：9680 6072 譚卓璇
截⽌⽇期：2022年5⽉21⽇ (六)
備註：會友有最多$80津貼購買⻝
材或⻝品⾃備⻝物野餐

鳴謝：⾹港公益⾦

MD⼯作會議
⽇期：2022年5⽉12⽇ (四)
時間：11:30-15:30
形式：Zoom視像會議
內容：商討⼩組活動安排

對象：MD會友
收費：全免

報名：6436 5138 黎敏儀
截⽌⽇期：2022年5⽉11⽇ (三)

SCA⼯作會議
⽇期：2022年3⽉8⽇ (⼆)
時間：11:30-15:30
形式：Zoom視像會議
內容：商討⼩組活動安排

對象：SCA會友
收費：全免

報名：9654 0833 尹三洋
截⽌⽇期：2022年3⽉7⽇ (⼀)

MD野餐會
⽇期：2022年4⽉30⽇ (六)
時間：11:30-14:30
地點：西九⿓⽂化區

內容：草地野餐

對象：MD會友
收費：$10/位
交通：復康巴⼠接送

報名：6436 5138 黎敏儀
截⽌⽇期：2022年4⽉16⽇ (六)
備註：會友有最多$80津貼購買⻝材
或⻝品⾃備⻝物野餐

鳴謝：⾹港公益⾦

MS⼩組⼯作會議
⽇期：2022年3⽉26⽇(六)
時間：14:30 – 16:00 
地點：⼤窩⼝邨富雅樓地下1號
內容：商討活動安排、⾃助互助聯誼

費⽤：免費

對象：MS會員及家屬
交通：復康巴⼠接送

截⽌⽇期：2022年3⽉3⽇
鳴謝：社會福利署

MS醫⽣講座
⽇期：2022年5⽉28⽇(六)
時間：14:30 –17:00 
地點：九⿓保安道373號豐盛居
YMCA西九⿓耀信發展學習中⼼地
下禮堂 (待定)
內容：醫療與社區資訊及分享聯誼

講員：(待定)
費⽤：$10
對象：MS會員及其家屬
交通：復康巴⼠接送

截⽌⽇期：2022年5⽉7⽇
鳴謝：待定

MS病類九⿓中及東茶聚
⽇期：2022年6⽉24⽇(五)
時間：11:30 –13:30    費⽤：$20
地點：油塘⼤本型 (待定)
內容：聯誼及茶聚

對象：MS會員及其家屬
交通：復康巴⼠接送

截⽌⽇期：2022年6⽉2⽇   
鳴謝：拜⽿藥廠

MS報名資料：
⾹港區：鄧太    9017 0262
九⿓中：史太   9719 1247
九⿓東：TONY 9466 3611
新界東：⿈美珠 9371 0904
新界西：陳鳳雯 6100 1007

MND照顧技巧⼯作坊
⽇期：2022年3⽉26⽇(六)
時間：14:00 –17:00 
地點：九⿓保安道373號豐盛居
YMCA西九⿓耀信發展學習中⼼地
下禮堂 (待定)
內容：基本照顧須知與技巧、分享

聯誼

講員：職業治療師任雯詩姑娘

費⽤：$10
對象：MND患者及家屬
交通：復康巴⼠接送

截⽌⽇期：2022年3⽉5⽇
報名：劉太 2647 5265

MND⼯作會議
⽇期：2022年3⽉24⽇(四)
時間：11:30 –13:30 
地點：⼤窩⼝邨富雅樓地下1號
內容：商討活動安排、⾃助互助聯

誼

費⽤：免費

對象：MND患者及家屬
交通：復康巴⼠接送

截⽌⽇期：2022年3⽉18⽇
報名：劉太 2647 5265

MND全球漸凍⼈⽇聚會
⽇期：2022年6⽉18⽇(六)
時間：14:00 –17:00      費⽤：$60
地點：⼤窩⼝邨富雅樓地下1號
           (待定)
內容：聯誼、資訊分享、茶點

對象：MND患者及家屬
交通：復康巴⼠接送

截⽌⽇期：2022年5⽉28⽇
報名：劉太 2647 5265

NMOSD病類資訊講座暨成⽴⽇
⽇期：2022年4⽉2⽇(六)         時間：14:30 –17:00     費⽤：$10
地點：九⿓灣常悅道18號富通中⼼22樓⾹港羅⽒⼤藥廠有限公司
內容：醫療與社區資訊、NMOSD病類成⽴儀式
講員：劉⽟麟醫⽣(待定)                交通：復康巴⼠接送 
對象：NMOSD會員及其家屬        報名: 陳剛6288 7830
截⽌⽇期：2022年3⽉25⽇           鳴謝：⾹港羅⽒⼤藥廠有限公司



⾹港肌健協會
Hong Kong Neuro-Muscular  Disease Association 
地址：新界荃灣⼤窩⼝邨富雅樓地下1號
電話：2338 4123                 傳真：2338 2410
電郵：hknmda@netvigator.com 網址：www.hknmda.org.hk

如郵遞有誤或更改地址，請通知本會，以便更正。 印刷品

疾病類別Type of disease:☐ MND   ☐ SMA   ☐ MD   ☐ MS   ☐ SCA   ☐NMO  ☐ 其他Other_____________
*運動神經細胞疾病 (Motor Neuron Disease, MND)  脊髓肌⾁萎縮症(Spinal Muscular Atrophy, SMA) ⼩腦萎縮症 (Spinocerebellar Ataxia, SCA)
視神經脊髓炎（neuromyelitis optica，. NMO）肌⾁營養不良症 (Muscular Dystrophy, MD) 多發性硬化症(Multiple Sclerosis, MS) 

索取會員及義⼯⼊會/更新資料表格Request for Membership / Volunteer Form

本⼈欲索取︰☐ 會員Member   ☐ 義⼯Volunteer  的⼊會表格Form
(會員費Membership fee: ⼀般會員Ordinary $20/年year   永久會員Permanent $200)

*此為輔助表格，如欲索取正式⼊會表格可與本會聯絡2338 4123或登⼊網⾴http://www.hknmda.org.hk⾃⾏下載。
*會員/家屬⼊會申請需提交醫⽣証明為神經-肌⾁疾病。*本會所收集之資料只⽤於與機構職能及其有關的項⽬上。

捐助⽅法︰本會是⼀個由神經-肌⾁疾病患者及家屬組成的⾮牟利⾃助組織，於1999年正式註冊成為免稅慈善團體，
本會⼀直致⼒提⾼神經-肌⾁疾病患者的⽣活質素、團結患者及家屬的⼒量、創造對患者有利的社會環境。

如蒙捐助，請以劃線⽀票，抬頭寫「⾹港肌健協會有限公司」，亦可存⼊本會的匯豐銀⾏戶⼝078-353133-838。
恆⽣銀⾏⽤戶可於銀⾏網⾴捐款。或致電18013透過繳費靈捐助，本會的商戶編號是9634。

或登⼊本會網⾴http://www.hknmda.org. hk以PayPal進⾏網上捐款。
如需收據，請於⽀票或⼊數紙副本背⾯註明「⽤途及姓名」，郵寄致本會。

資訊⼩組組員

⾺汐嶢、梁安琪、尹三洋、陳凱茵、⿈衍光、⿈國⺠、古君禮、呂⽂林

辦公時間︰星期⼀⾄五 9:30am-5:30pm  星期六 9:30am-1:30pm  午膳時間12:30pm-1:30pm
職員︰蘇美英姑娘、陳梓浩先⽣ Lewis、呂梓雁姑娘 Wendy

姓名Name: 聯絡電話Tel:
地址Address: 電郵地址Email:


